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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偿献血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林振平 员袁圆袁王丽君 圆袁胡文静 猿袁戴宇东 猿袁蔡旭兵 猿袁张新平 员

渊员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袁湖北 武汉 源猿园园猿园曰圆援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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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圆怨曰猿援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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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园猿冤

探讨无偿献血的影响因素，
为有效动员无偿献血者提供依据。

要院

法，
以描述性分析为主阐明结果。

采取文献计量

圆圆愿 篇文献的研究地区覆盖我国 员苑 个省市，
怨员援圆豫的文献显

示献血点是无偿献血的主要影响因素，员愿耀猿缘 岁者、男性、文化程度高者、城区居民的献血倾向较
高，
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及献血经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保障临床用血，
建
为提高人口献血率、

议加强采供血机构建设，提升采血人员服务态度、服务水平，开展针对男性、年轻人、城区，同时扩
农村地区的宣传与招募。
大到女性、
年长的、
关键词院无偿献血曰影响因素曰文献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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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是一种稀缺的医疗资源遥 我国是人口大国袁
但总体上无偿献血率不高袁圆园员员 年人口献血率只有
怨译遥 叶中国经济周刊曳调查显示袁全国 苑园 个大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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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相关的 愿远 篇袁最终筛选出为 圆圆愿 篇文献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逐篇阅读文献袁摘录文献的发表年份尧期刊尧研

市袁近年来出现野血荒冶的城市已经多达 源苑 个遥 如何

究单位尧 研究区域尧 研究结果与结论等遥 利用

无偿献血事业面临的挑战遥 本文依据我国无偿献血

性分析为主展示结果遥

有效动员群众献血袁解决临床用血供应紧张问题袁是

的相关研究成果袁探讨无偿献血的影响因素袁为制定
有效的宣传尧动员与招募策略提供依据遥

一尧资料与方法
渊一冤资料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尧万方数据库尧维普资源全文数
据库 为数 据源 基础 袁 检 索 日 期 限 定 为 员怨怨愿耀圆园员猿

年遥 在中国知网中以无偿献血为主题并含影响因素
进行高级检索曰在万方学术论文数据库中以无偿献
血为主题进行初次检索袁在此结果中再以影响因素
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曰在维普资源数据库中以野无
偿献血冶尧野影响因素冶为题名或关键字进行检索袁分
别检索出 员苑苑 篇尧远缘 篇和 苑圆 篇期刊论文遥 剔除重复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袁采 取文献计量法袁以 描述

二尧结

果

渊一冤文献基本情况
员怨怨怨耀圆园园猿 年我国无偿献血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年平均发文量为 猿援愿 篇袁 累积量增长不明显袁圆园园源耀

圆园员园 年的 苑 年里论文量占总量的 源猿援源豫袁年发表研究

论文在 怨耀圆园 篇不等遥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猿 年袁因 圆园员园 年我国
多地发生野血荒冶袁各地为应对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影响
因素研究袁文献数量大幅度增加袁猿 年共有出现 员员圆 篇
渊源怨援员豫 冤遥 叶 中 国 输 血 杂 志 曳 发 表 最 多 有 源员 篇
渊员苑援怨愿豫冤袁其次是叶临床输血与检验曳有 圆缘 篇遥 理论研
究论文数量有 苑园 篇袁实证研究有 员缘源 篇渊远愿援苑缘豫冤遥

区市渊州尧盟冤级别的单位发表的论文数占总论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渊员员再允悦远猿园员圆园冤袁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袁渊月运圆园员圆缘圆怨冤袁南京市医学科技
发展项目渊再运运员猿员远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苑原猿园
作者简介院林振平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男袁安徽临泉人袁讲师袁博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尧采供血管理曰张新平

渊员怨远源原 冤袁女袁湖北襄阳人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研究方向为药物政策与管理尧卫生政策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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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的 缘缘援苑豫袁省级占 员怨援苑源豫袁国家级别仅 远 篇 占
圆援远猿豫遥 作者单位是采供血机构的最多袁有 员缘缘 篇占

苑员援源猿豫袁其次是学校占 怨援远愿豫袁医院占 苑援猿苑豫遥 检索

表圆

一般人口学因素对无偿献血影响的研究结果情况

人口学特征
性别

到的我国无偿献血影响因素研究中袁最早发表文章

的地域是江苏南京遥 研究较多的省份主要是江苏尧

年龄

广东尧浙江尧河北尧山东等袁而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以
北京尧南京尧重庆尧成都尧深圳尧广州等研究区域较多遥
渊二冤无偿献血的影响因素

职业

通过逐篇阅读 圆圆愿 篇期刊文献袁统计文中涉及

无偿献血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袁归纳总结为五个

方面袁包括献血点的影响尧人口学特征尧无偿献血的

民族
文化程度

认知尧献血经历尧献血次数与献血量遥 每篇同种因素
多次出现袁按 员 次计算袁这些因素共计 猿远苑 篇次遥
员援献血点

献血点是影响无偿献血的最主要因素遥 有 怨员援圆豫

的论文得出采供血机构对献血者有影响遥其中工作人

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是最重要的因素袁 被提及
缘源 次袁其次是献血中的护理水平渊表 员冤遥
圆援 一般人口学

有苑缘 篇次提及了无偿献血的人口学影响袁 这些
表 员 献血点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情况

献血点的影响因素
工作人员技术熟练尧态度和蔼尧服务周到
献血宣传 渊媒介尧覆盖面尧方式等冤较好
护理水平的影响
献血环境舒适
针对不良反应的应对措施完整
血液安全性筛选工作
献血点设置交通便利尧易到达
献血后随访工作渊电话回访等冤做得较好
献血等待及采血时间
纪念品种类多样袁具有吸引力

篇次数
园缘源
园猿源
园猿园
园圆愿
园员缘
园员猿
园员圆
园员员
园园苑
园园源

因素与居民年龄尧职业尧性别尧文化程度尧居住地尧居
住形式等一般人口学特征有关袁进一步研究发现 员愿耀

居住情况
表猿

明细分类
男性多于女性
女性多于男性
男性女性无差别
员愿耀圆缘 岁多于其他年龄
圆缘耀猿缘 岁多于其他年龄
年龄越大越不利于献血
大学生是主力
大中型企业员工是主力
流动人口是主力
与民族有关
学历越高越有利于献血
与学历无关
常住人口献血比例高
城区较农村人口无偿献血率高

篇次数
员源
园员
园圆
苑
员圆
园缘
员员
园员
园圆
园员
员圆
园员
园猿
园猿

无偿献血认知及献血情况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明细分类
影响因素
知识的认知情况 居民总体对献血认知不高袁但对
无偿献血知识掌握较好
愉快经历的献血者再次献血率高
献血经历
献血次数越多越利于献血
献血次数
献血超过终生免费用血量的献血
献血量
者不太愿意献血

篇次数
猿猿
园怨
圆远
园愿
园愿

源援 人文因素对无偿献血的影响

所谓人文因素包含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遥 凡属
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袁非物质技术方面内容的袁都属于
文化因素范畴袁包括制度尧人的习俗性格尧宗教信仰尧
审美观念等遥就查阅的相关文献看袁还没有针对人文
因素的专题研究遥现有文献中袁有 怨 篇明确得出了无

偿献血政策有较大影响袁 有 圆 篇得出不同种族人群
无偿献血比例不同袁有 员园 篇定性说明了宗教信仰可
能对无偿献血有影响遥

三尧讨

论

本次筛选的 圆圆愿 篇无偿献血 影响 因素 研究 论

猿缘 岁尧男性尧较高文化程度尧城区尧常住人口的居民献

文袁研究地区涉及我国 员苑 个省市袁可以代表我国无

是献血主力军渊表 圆冤遥 但是袁林铁辉等 咱员暂的研究表明

血与这些因素有关院献血点尧性别尧年龄尧职业尧文化

血率较高袁大学生尧大中型企业职工尧军人和农民工
重复献血人群中女性比男性高袁 这可能与女性更富
有爱心有关遥 也有研究显示性别无统计学差异咱圆原猿暂遥
猿援无偿献血的认知及献血情况的影响

偿献血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遥 总体结论是无偿献
程度尧无偿献血的认知与献血经历尧激励措施遥
献血点是影响无偿献血的最主要因素遥 采供血
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尧技术或护理水平尧不良反

居民对无偿献血知识的认知情况是无偿献血的

应处理能力尧及时回访与关心尧献血点的布局与环境

重要影响因素袁有 源圆 篇文献得出此结论遥 愉快的献

等许多方面袁都会影响无偿献血者的积极性遥 如果处

渊表 猿冤遥 献血次数越多越有利于献血袁但献血量超过

再次献血遥 因此袁提供优质服务是关键遥 坚持以服务无

血经历有利于再次献血袁 有 圆远 篇文献得出此结论

置不当尧服务不好袁会让献血者有不愉快的经历袁不愿

终身免费用血量后袁就不太愿意献血了遥

偿献血者为宗旨袁以提高护理质量为核心袁建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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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尧完整的尧有效的服务程序咱源暂袁改善服务态度袁创造温

研院所袁依据研究结果袁制定出相应的宣传尧招募和动

馨的献血环境袁以系统整体的优质服务袁使每一位无

员策略袁提高我国人口献血率袁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

偿献血者感到满意袁留下美好的献血经历遥 同时还应

用血需求袁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遥

积极做好回访及后期跟踪服务工作 袁让无偿献血者
咱缘暂

感受到自己的献血行为是无上光荣尧值得赞赏的遥 并

参考文献

针对主要献血人群袁开展多种活动袁积极发展和稳定

咱员暂

献血者咱远暂遥

居民对无偿献血知识的认知是影响无偿献血的

重要因素遥 无论是未献血者还是献血者袁主要顾虑
都是怕影响健康 遥 有人担心献血不安全袁怕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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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等形式评价宣传教育的效果袁根据具体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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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袁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无偿献血的影响因
素研究袁动员更广泛的研究力量参与袁特别是高校尧科

咱允暂援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袁圆园员圆袁猿猿渊员缘冤院员愿猿怨原员愿源圆

咱圆暂 王红梅袁姚

萍袁周

明袁等援 安徽省无偿献血人群现状

的调查分析 咱允暂援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袁圆园园愿袁员愿渊远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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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员援 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葬灶凿 匀藻葬造贼澡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袁 栽燥灶早躁蚤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 燥枣 匀怎葬扎澡燥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杂糟蚤藻灶糟藻 驭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袁 宰怎澡葬灶
源猿园园猿园曰 圆援 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匀藻葬造贼澡 孕燥造蚤糟赠 葬灶凿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 猿援 晕葬灶躁蚤灶早 砸藻凿 悦则燥泽泽 月造燥燥凿
悦藻灶贼藻则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猿袁 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韵遭躁藻糟贼蚤增藻院 栽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袁 葬灶凿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贼澡藻 遭葬泽蚤泽 燥枣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 葬凿增燥糟葬贼蚤灶早 责藻燥责造藻 贼燥 凿燥灶葬贼藻 遭造燥燥凿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月蚤遭造蚤燥皂藻贼则蚤糟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葬泽 糟葬则则蚤藻凿 燥怎贼袁 葬灶凿 凿藻泽糟则蚤责贼蚤增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贼燥 糟造葬则蚤枣赠 贼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圆圆愿 凿燥糟怎皂藻灶贼葬贼蚤燥灶泽 憎澡蚤糟澡 糟燥增藻则藻凿 员苑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援 怨员援圆豫 燥枣 贼澡藻皂 糟燥灶糟造怎凿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皂葬蚤灶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 燥枣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 憎葬泽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袁员愿耀猿缘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袁 皂葬造藻袁 澡蚤早澡 造藻增藻造 燥枣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袁 贼澡藻 怎则遭葬灶 则藻泽蚤凿藻灶贼泽 澡葬凿 澡蚤早澡藻则 贼藻灶凿藻灶糟赠 蚤灶 遭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援 月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 糟燥早灶蚤贼蚤增藻 葬灶凿 藻曾责藻则蚤藻灶糟藻 憎藻则藻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枣葬糟贼燥则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陨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则葬贼藻 燥枣 贼澡藻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遭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贼燥 泽藻糟怎则蚤贼赠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遭造燥燥凿 凿藻皂葬灶凿袁 憎藻 泽澡燥怎造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 贼燥 泽藻贼 怎责
贼澡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蚤燥灶 遭造燥燥凿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袁 葬灶凿 贼燥 蚤皂责则燥增藻 遭造燥燥凿 泽贼葬枣枣 泽藻则增蚤糟藻 葬贼贼蚤贼怎凿藻 葬灶凿 泽藻则增蚤糟藻 造藻增藻造援 孕怎遭造蚤糟蚤贼赠 葬灶凿
则藻糟则怎蚤贼皂藻灶贼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枣燥糟怎泽藻凿 燥灶 皂藻灶袁 赠燥怎灶早 责藻燥责造藻袁 贼澡藻 糟蚤贼赠袁 憎澡蚤造藻 藻曾责葬灶凿 贼燥 贼澡藻 枣藻皂葬造藻袁 燥造凿藻则袁 则怎则葬造 葬则藻葬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遭造燥燥凿 凿燥灶葬贼蚤燥灶曰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曰遭蚤遭造蚤燥皂藻贼则蚤糟 皂藻贼澡燥凿

